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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小儿觉多， 老人尿
多。 ”每晚起夜令人烦恼不已、彻夜
难眠！

参芪遗尿膏。 本膏由天葵子、泽
兰、赤芍等 9 味名贵中药古方萃取、
九蒸九煮九晒、 经九十九道古法熬
制而成，睡前肚脐一贴，就近给药，
药物分子巡经入里、直达病灶，君药
天葵子行破石通关之力，化瘀消肿、
攻坚散结， 解除尿道梗阻， 畅通尿
路；八味臣药与君药合力，打通肾脏
经络、清瘀排毒，膀胱里瘀尿、前列

腺里脓栓废物一清而出， 消除夜尿
频多根源，晚上睡上安稳觉；同时益
肾填精、填补肾气、扶正固本，层层
剥离前列腺钙化组织，回缩腺体，从
此不做漏尿人。

参芪遗尿膏专用于：阳虚气弱、
腰凉乏力、肥大增生、小便不利、结
石刺痛、小腹憋胀、尿急尿频、夜尿
多、遗尿、尿失禁等问题。

夜尿多、尿床、尿失禁

夜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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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岁的周女士 10 年前发
现自己左乳有个肿块， 到医
院检查后确诊为乳腺癌， 接
受手术和化疗 1 年之后， 肿
瘤复发， 再次手术及化疗后
勉强控制病情， 局部却出现
了数个转移灶 。 祸不单行 ，
2016 年， 周女士无意间发现
右乳有个肿块， 检查确诊为
右乳癌， 此时已经没有手术
指征， 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后，
周女士选择了化疗+中药治疗
的方法， 病灶虽然还在， 却
控制良好。 到现在为止， 已
是她带瘤生存的第 3 个年头
了， 也是她与病魔抗争的第
10 年。 湖南省肿瘤医院中西
医结合科主任医师李东芳介
绍， 随着医学的进步， 治疗
癌症的方式发展迅速， 给癌
症患者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
同时也让患者面临困难的选
择， 中医和西医， 哪个能真
正赶走肿瘤君？ 它们的治疗
方式是怎样的？

李东芳介绍， 西医治疗
肿瘤讲究的是 “除恶务尽”，
比如用手术刀切除肿瘤、 运
用化疗和放疗， 用药物、 射
线杀死或抑制癌细胞。 目前

恶性肿瘤的西医治疗以综合
治疗为主， 包括手术、 化疗、
放疗、 分子靶向治疗、 内分
泌治疗、 免疫治疗等。

如果把癌细胞比作 “间
谍”， 那么中医治疗就是加强
自身的 “侦查” 能力， 调动
机体中的正常细胞去抵抗癌
细胞， 从而达到平衡， 促进
健康。 中医治疗包括： 中医
内治和中医外治， 主要针对
不适合或不接受手术、 放疗、
化疗、 分子靶向治疗等现代
医学治疗手段的患者、 手术
后无需辅助治疗或已完成辅
助治疗的患者及放化疗后疾
病稳定的带瘤患者。

“尽管西医与中医的治
病理念不同， 治疗肿瘤还是
以病情为中心， 也因人而异，
没有必要厚此薄彼。” 李东芳
表示， 目前中西医结合治疗
肿瘤是大势所趋， 需要在征
服疾病时相互联手， 各用所
长， 避其所短， 达到最佳的
疗效。

李东芳指出， 配合医生
系统治疗的同时， 癌症患者
学会自身调养也非常重要 。
患者是患病主体， 自身的调

养能有效提高免疫力、 增强
自信心。 在心理方面， 首先，
患者要对治疗有信心， 能够
积极配合治疗； 其次， 患者
家属的关心和劝导也有利于
患者病情的恢复； 最后， 还
可以通过一些情绪疏导的方
法来缓解不良的情绪， 比如
瑜伽、 音乐等。

在体能方面， 能够激发
患者主观能动性的中医运动
疗法非常值得推荐。 常见的
中医传统运动主要有八段锦、
太极、 郭林气功等。 在功能
调节方面， 通过各种方法改
善患者长期困扰的功能问题。
比如芳香疗法是通过芳香植
物提取的精油来辅助医疗的
一种疗法， 有证据表明芳香
植物含有花青素等酚类化合
物， 在恶性肿瘤的预防中发
挥重要作用， 此外它还可以
改善睡眠问题， 缓解焦虑情
绪等。

此外， 李东芳特别提醒，
癌症患者的治疗一定要谨遵
医嘱， 及时到正规医院接受
治疗 ， 切勿相信所谓偏方 ，
以防延误治疗造成严重后果。

通讯员 王磊 曾帆

长年潜水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凤龙） 60 多岁的周先生在
湖南省内多个水库从事潜水工作长达 30 余年。 工
作时最深潜水深度达 64 米， 平均每年潜水百余小
时。 可就在工作约十余年后他逐渐出现了皮肤瘙
痒， 膝、 肩关节疼痛， 听力也出现下降， 影响了正
常的工作生活。 最近， 周先生在湖南省职业病防治
院中毒科被诊断为 “慢性减压病”， 经过该院医护
团队规范治疗， 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该院中毒科主任医师赖燕表示， 减压病是由于
高气压作业后减压不当， 体内原已溶解的气体超过
了极限， 在血管内外及组织中形成气泡所致的全身
性疾病。 轻者仅有皮肤瘙痒、 关节疼痛， 重者则可
致瘫痪、 休克， 甚至猝死。

赖燕提醒， 按减压表正规减压是预防减压病的根
本方法。 相关作业人员需严格遵守操作规定， 特别是
高气压作业人员应每年坚持一次体格检查； 尤为要注
意的是， 减压性骨坏死可以在停止潜水作业 2年左右
才在 x射线片上出现阴影， 因此脱离高气压作业时无
减压性骨坏死者进行健康检查的期限应延长到 3 年，
以利于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保障劳动者健康。

少年抽烟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正强 杨艳） “看着别人抽
烟很 ‘酷’， 自己就忍不住也跟着抽， 但没想到，
却把自己 ‘抽’ 进了医院。” 16 岁少年小杰 （化
名） 虽然年纪不大， 却已是个有两年烟龄的小烟民
了。 自从抽了第一支烟之后， 小杰的烟瘾就一发不
可收拾， 每天都会抽上一两包烟。 今年 4 月， 小杰
因咳嗽、 咯痰和气促等症状， 在湖南省胸科医院被
诊断为肺气肿。

小杰的主治医生介绍， 吸烟是引起小杰患肺气肿
的主要原因。 由于大量吸烟， 增加了小杰气道的炎症
反应， 阻碍了肺部空气的正常呼出， 使肺部细胞膨胀
或爆裂， 吸烟时间越长， 数量越多， 越容易发生。 目
前， 该院根据小杰的病情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该院院长唐细良教授介绍， 吸烟会导致青少年
抵抗力下降， 影响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及生殖系统
和骨骼的发育， 严重的还会引发咳嗽、 气管炎等多
种疾病。 此外， 吸烟也与结核病的发病、 发病后的
严重程度、 疗程的长短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细良
呼吁，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请自觉养成不吸烟
的良好习惯， 拒绝吸烟， 远离二手烟。

爱穿高跟鞋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咪朗） 43 岁的王女士是名销
售员， 平时穿高跟鞋工作站立时间长， 最近出现左脚
足跟疼痛， 特别是早晨起床时， 脚一挨地， 脚后跟疼
到骨头里。 王女士来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骨伤科大主任仇湘中教授处看诊， 仇湘中询问病情并
结合体格检查后， 诊断王女士患跖筋膜炎。 随后， 予
辨证论治中药行气化瘀、 舒筋散寒 7 剂， 配合冲击
波、 中药舒筋通络液离子导入及自制骨伤止痛膏外敷
后， 王女士足跟疼痛迅速缓解。

据悉， 足跟痛是由于足跟的骨质、 关节、 滑
囊、 筋膜等处病变引起的疾病， 跖筋膜为足底腱膜
的一部分， 是足底深筋膜中央腱性增厚部分， 起于
跟骨结节内侧突， 对维持足弓有重要作用。 跖筋膜
在站立或长期负荷， 特别是肥胖、 运动劳损等情况
下容易产生无菌性炎性损伤， 会引起跖筋膜的压力
增高， 导致跖筋膜不断地断裂， 不断地再生， 从而
炎性因子不断浸润， 达到一定的程度， 会引起慢性
疼痛， 尤其是在跟骨附着部， 诱发跟痛， 导致在跖
腱膜的跟骨附着处常有明显的压痛。

���爱护眼睛，
从 孩 子 开
始 。 近日 ，
湖南省妇幼
保健院举行
系列科普宣
教活动， 让
爸妈、 准爸
妈们了解宝
宝眼保健知
识， 让孩子
们在游戏中
学到爱眼护
眼 的 小 知
识。 图为孩
子们和爸妈
参与互动游
戏， 孩子蒙
上眼罩， 通
过接触手和
脸猜测谁是
自 己 的 父
母。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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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肿瘤治疗“持久战”

玩游戏中
学到眼保健知识


